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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消防遭擲磚 公僕共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在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前日的旺角暴亂不乏年輕人
參與，令不少家長感到憂慮。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席湯
修齊昨日就聯同14區的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等發出聲明，強烈譴
責有關暴亂及當中對警察和傳媒工作人員造成的傷害，批評部分
人將事件責任推向警察及食環署人員，將暴力合理化，擔心對年
輕人的思想行為造成不良影響。他們又呼籲公眾不要煽動及呼籲
年輕人參加暴力及非法事件，並希望家長以及從事教育和輔導工
作的人要以公平、公正及持平的態度與學生討論事情。

角暴亂中，過百名暴徒聚集，以磚塊、玻璃等
襲擊警員，更到處縱火，當消防員趕往現場撲
救時亦被暴徒亂擲磚頭阻撓。兩個警察協會、
五個消防處工會、四個入境處工會、兩個懲教
協會及六個海關公會等多個紀律部隊職工團
體，先後發聲明強烈譴責前日旺角的暴亂。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發表聲明指，協會嚴厲
譴責前日旺角騷動中，有暴徒使用石頭、玻璃樽、
督察協籲舉報 嚴懲滋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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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敖志恒強調，香港警察一直克盡己
任，克制忍讓，但違法暴徒卻日益放肆猖獗，無視其他
奉公守法市民的利益，破壞社會的和平安定及利益秩
序，在譴責之餘亦不能姑息，應舉報參與者及同謀者，
並嚴懲被捕落網的暴徒，以彰顯香港法治。

5個消防工會包括香港消防主任協會、香港消防處救護
主任協會、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香港消防救護員會、
香港消防控制組職員會就日前在旺角發生的暴亂發出聲
明，並強烈譴責暴徒在是次暴亂中的行為。他們強調，
五大工會大力支持前線同袍，包括警察、消防及救護人
員堅定執法，「縱然面對暴徒公然施襲，罔顧法紀，但
依然能夠堅守崗位，克盡己任，實在讓人敬佩。在此，
我們對受傷的前線同袍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代表 11 個來自不同紀律部隊工會的政府紀律部隊人員
總工會亦向消防處及警務處發出慰問信，慰問在暴亂期
間謹守崗位執法的警員及消防員。該會表揚當晚的前線
消防員，在暴亂中仍然「謹守崗位和救急扶危的消防同
袍」和「英勇抗暴的警務人員」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又
對受傷的紀律部隊同袍表達深切的關懷及祝福，並支持
警隊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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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懲教入境處撐警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年初一深夜旺角發生的
騷亂事件，導致大批警務人員受傷。政府人員協會及香
港公務員工會聯會均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力行為，要
求特區政府嚴正執法，撥亂反正，又認為社會若彌漫着
暴力與不穩定因素，不管有什麼理想與抱負也會成為空
談，直言「社會需要正能量」！
政府人員協會及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前日發表聯合
聲明指，初一深夜至初二凌晨旺角發生的暴亂事件，造成
大批警員與記者不同程度的傷害，對此高度關注，對暴徒
強烈譴責。社會不能接受及容忍違法與暴力事件接二連三
地發生，亦不能接受因不滿而向他人施以暴力的行為。

社會不穩 理想抱負成空談
聲明續指，綜觀世界各地，若社會彌漫着暴力與不穩
定因素，不管有什麼理想與抱負也會成為空談，社會需
要正能量，對違法行為絕不姑息。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亦發出譴責聲明，指非常關注
事件，並強烈譴責部分示威人士使用暴力，襲擊前線警
務人員及在場採訪的記者，不但罔顧市民安全，更令多
名警務人員及記者受傷，事態嚴重。聲明對因執行公務
受傷的同事及受傷記者致以深切慰問及致敬，並強調香
港是一個有高度法治的社會，市民亦絕不容忍非法暴力
行為，要求特區政府追究今次事件，維護香港穩定。

女教師協會和教育政策關注社昨日亦共同發表聲明，嚴正譴責
日前旺角發生的暴戾和違法行為，要求警方從速徹查事件並緝拿
目無法紀的暴徒，以維護市民安全，確保社會穩定。兩團體表
示，是次的街頭暴行不應姑息，批評以非法行為去搗亂及挑戰公
共秩序是十分危險的事，會導致嚴重的社會代價和損失，「作為
教育工作者，我們更擔心部分心智尚未成熟的學生會被誤導，以
為社會及民生問題可以透過暴力解決，或任何不滿的情緒亦可以
藉此獲得宣洩。」

教聯會校董學會責罔顧法紀

8旅業團體批毁港形象 派橙慰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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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總主席麥錦輝昨日在接受本報查詢時，強烈譴責有關
的暴亂行為。他強調，保護香港社會安全是紀律部隊的責
任及工作，只有犯法的暴徒才會攻擊紀律部隊人員，他看
不到滋事分子有任何藉口作出有關暴行，「沒有犯法事，
警察不需出動，沒有火警災難，消防也不需出動。」
他續說，「香港或全世界總有些事不盡所有人的意
願」，但絕不應透過傷害他人、破壞法治來借機發洩自
己的私人不滿情緒，又強調暴徒是次的行為，是「極不
負責任的自私行為，也絕對沒有借口開脫」。

公僕 撥亂反正平暴
：
工會 社會需正能量

女師協等憂學生被誤導

教聯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示威者罔顧法紀，破壞公物，危
害他人安全，破壞社會安寧，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並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以維持社會秩序。
香港校董學會對旺角暴亂事件感到震驚，並強烈要求警方及司
法當局採取有效措施，堅決執法，維護市民安全，確保社會穩定。

紀總：洩私人情緒極不負責任

海關多個工會，香港海關高級官員協會、香港海關官
員協會、香港海關關員工會、香港政府華員會海關關員
級分會、香港海關人員總會及香港海關貿易管制主任協
會，亦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暴徒以暴力搗亂社會、襲擊執
法人員的行為是目無法紀，嚴重挑戰香港法治，他們全
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並慰問受傷警員及新聞工作者。
懲教事務職員協會及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前日
就旺角騷亂事件發表聲明，高度關注事件，並嚴厲譴責
騷亂中涉事暴徒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又表示全力支持
警方的果斷執法，及慰問事件中受傷的警務人員。
入境處 4 個工會，入境事務主任協會、香港入境事務
助理員工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及香港入境處員
佐級總會，加上香港前入境處職員協會執行委員會，也
就前日旺角出現暴亂表示深切關注，嚴厲譴責騷亂中暴
徒的暴力行為，支持警隊嚴正執法以維護香港法治，及
慰問騷亂中受傷的警員。

公眾勿煽動年輕人暴力化

他們呼籲家長要以公平、公正、客觀的態度引導子女全面思
考及討論問題，向子女說明暴力絕非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不
能參加非法及暴力的活動。他們亦同時呼籲從事年輕人教育及
輔導工作的人以上述態度與學生討論事情，並希望公眾不要煽
動及呼籲年輕人參加暴力及非法事件，以免對他們造成傷害。

木棍等，有意圖地襲擊警察和記者，令多名警察和記者身
體嚴重受傷。這並非和平理性的集會遊行，而是一場騷
動，絕對有可能是有組織有預謀。協會完全支持警員在前
線採取的一切合理合法行動，祝願受傷警員早日康復。

工會讚同袍盡責守崗位

家長教師聯會籲持平教仔女

多個紀律部隊工會強烈譴責暴行 慰問受傷同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旺
角暴亂恐重挫本港好客之都的形
象。8 個旅遊業團體昨日到旺角警
署請願，支持警方嚴正執法。香港
旅遊社東主協會主席林少麟批評暴
力行為有損香港形象，使市民及遊
客驚恐，有旅客更反映目睹事件過
程，對香港感到不安，希望早日結
束行程。團體其後向警方遞交請願
信，並送上 100 個橙用以慰勞，由
旺角警區刑事指揮官羅國凱接收。
8 個旅遊業團體包括，旅遊從業
員聯會、導遊總工會、旅遊促進
會、華商旅遊協會、接待訪港旅客
巴士聯會、入境團旅行社協會、旅
館業協會及旅行社東主協會。他們
在聲明中指出，是次騷動適逢發生
在節日期間，事發當晚尖沙咀剛舉
行花車活動推廣旅遊，另一邊廂旺
角就發生暴亂，嚴重打擊香港法治
社會的形象。

旺角睹暴行 遊客嚇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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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又指出，有旺角區客人反映目
睹事件過程深感不安，甚至希望早日
結束香港行程，痛斥有關行為嚴重打
擊香港旅遊城市的形象。旅遊界促請

警方首要任務是力量要升級，才能保
護香港社會；支持港府及警方嚴正執
法，維持社會秩序；法庭必須加重刑
罰，嚴懲暴力行為。
林少麟表示，在騷亂事件發生
後，他們收到來自台灣及加拿大的
業界人士的訊息，表示對事件感到
震驚，亦收到來自內地旅客的查
詢，稱如果發生第二次暴力事件，
將會取消來港行程。事實上，旅客
感到香港安全才會來旅遊，呼籲所
謂「本土派」中人三思，考慮香港
整體利益。

慰問受傷警員記者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則
指出，旅遊界會全力支持警方執
法，及採取更大的武力，又認為警
察自身安全有保障，才有能力保護
香港社會。
香港中國旅遊協會發表聲明，批
評是次事件完全是有組織、有預謀
的破壞行動，衝擊香港法治，毁壞
香港形象，破壞市民生活安寧，令
人髮指。該會對此強烈譴責，及向
受傷的執法警員、採訪記者，致以
慰問及致敬。

各界感痛心 地區聯會齊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鍾立）年初二凌
晨旺角發生暴動事件，暴徒襲擊在場警員及採訪的
新聞工作者，引致逾 90 名警員和多名新聞工作者
受傷，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罔顧人身及財產安全，
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香港各界紛紛予以譴責。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會長陳南坡對暴亂事件強烈譴
責。他指，暴徒的行為目無法紀，嚴重破壞香港的安
寧；又讚揚香港警察專業執法、態度克制，指出前線
警員在面對暴徒手持武器對抗的情況下，仍能克己盡
責，竭力維護治安，保護社會和市民生命財產，並希
望受傷的警員、傳媒工作者能夠早日康復。

不容一小撮人毀安穩生活
他強調，類似的暴力事件在香港有升級的趨勢，希
望警方能盡快總結經驗，繼續堅守崗位，確保香港成

為安全城市，又希望警方能將暴徒盡快繩之以法，並
嚴懲他們以儆效尤，以維護香港的法治法紀。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會長李應生指，中西區各界
人士對於此次發生的暴亂事件表示痛心。法治作為
香港的核心價值，而暴動的發生破壞香港的安寧和
核心價值，希望警方早日將暴徒緝拿歸案。他表
示，大眾市民都希望香港能夠繁榮安定、經濟平穩
發展，亦不容安穩的生活環境被一小撮人破壞。他
稱，該會同仁對於社會發生的不公，都會義不容辭
站出來為正義發聲，以和平的手法去遏止暴行。
九龍社團聯會發表聲明，對是次有組織、有預
謀、目無法紀的暴徒行為感到痛心，並予以最嚴厲
譴責。該會強調，該等暴徒行徑若不及時遏止，必
將嚴重危害本港安全和法治，當局必須嚴懲犯事
者，對任何暴力行為絕對不能姑息，以保障香港繼

各界社團：挺警捍法治護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初二凌晨在旺角發
生的暴力事件，令香港各界人士感到憤怒，各大社
團紛紛要求通過本報刊登譴責聲明，嚴懲暴徒，支
持警隊執法，捍衛本港法治，維護社會安寧。同時
各界社團希望透過本報向受傷警員及傳媒工作者致
以深切慰問。
各大團體首長及社團包括：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楊釗、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港區婦聯代
表聯誼會會長葉順興、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

席陳清霞、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劉與量、山
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朱銘泉、香港梅州社團
聯會會長余鵬春、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幼南、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張成雄等首長，以及新界總商
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中華廠商會、香港
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江蘇社團
總會、北區各界大聯盟、香港工商總會、香港客屬
總會、香港福建同鄉會、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
香港香港福建婦女協會、香港總商會、香港海南社

續繁榮穩定。

港經濟不能再受打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亦發表嚴正聲明，對違法暴力
衝擊行為感到極其憤怒和痛心，強調暴力分子絕不
代表香港多數市民的意願，不代表港人利益。「眼
下香港正處於經濟蕭條的困境，市民生計受到極大
考驗，我們無法承受更大的打擊。因此，廣大市民
和商戶將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嚴懲暴徒，維護香
港社會和諧穩定！」
新界社團聯會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本土派」暴
徒的行為猶如恐怖分子，嚴重衝擊香港法治，損害
香港國際形象，對經濟更造成深遠的破壞。他們促
請當局嚴懲肇事者，依法查辦煽動暴亂者，並慰問
受傷的警務人員及傳媒人士。
團總會、香港文昌社團總會、香港南區各界聯會、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中西區發展動力、香港廈門
聯誼總會、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九龍東區各界聯
會、全港各區工商聯等。
各大社團首長通過媒體報道獲悉暴力事件，均認
為暴徒公然縱火、襲擊警察及記者，視法治如無
物，違法行為令人氣憤，應予以強烈譴責，全社會
都要支持警方果斷執法，將暴徒繩之以法，維護社
會正常秩序。法治精神及社會和諧是維持香港繁榮
穩定的重要基石，絕不接受任何危害社會的激進和
暴力行為。

